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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20时许，西安下着小雪，在欣
桥农产品物流中心，西安市物流行业工会联
合会给运送生活物资的货车司机送去口罩、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针对目前疫情形势，西安市按照“外保

货源、内保畅通、末端保供”的要求，不断完
善保供环节，24小时开展运行监测和市场保
供工作，不断加大生活物资配送和服务保障
力度。

西安市物流行业工会联合会今年3月成

立以来，不断推动货车司机入会，强化维权
帮扶和服务。日前，西安市总工会为市物流
行业工会联合会拨付5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慰问疫情期间运输防疫物资的货车司机，为
他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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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12月24日，西安市总工
会紧急拨付首批专项资金 500万元慰问疫情防
控一线工作人员。

为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凝心聚力，共克时
艰，西安市总工会下发了动员全市工会组织积
极投身新冠肺炎防控、向防控一线职工送温暖

慰问的通知。同时，向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
大职工群众发出倡议，号召各级工会组织和
广大职工群众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部
署要求，迅即行动起来，强化担当，主动作为，
为打赢防控阻击战歼灭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介绍，12月24日，西安市总工会慰问活动

全面展开，慰问金、慰问品已陆续送达防控一线职
工和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手中。

同时，西安市总还积极发挥所属西安工会
医院防控前沿阵地作用，安排市总领导下沉
医院，靠前指挥，全力做好防控医疗保障工
作，用实际行动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防火墙”。

西安市总工会拨付500万元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本报讯（马京）近期，我省特别是西安市新
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广大医护工作者、
公安干警、社区工作人员以及交通运输行业和
生活物资保供企业的职工，日夜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都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英雄，
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扛起工会组织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的政治责任，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省总工会决定安
排 1000 万元专项慰问金，开展对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人员“送温暖”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
送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心坎上。

据悉，省总工会首批拨付的资金用于慰问
参与病员救治、核酸检测等一线医护人员，重
点人群流调、交通管控、社会治安等一线公安
干警，居民生活、医疗物资保供企业职工，道路
交通运输一线职工和街道社区、环卫等疫情防
控一线工作人员。

近日，省总工会发出倡议，号召全省广大职
工和工会干部积极行动起来，讲政治、明大局、勇

担当，守规矩、严纪律、重防护，听党话、真力行、
作贡献，增信心、鼓士气、正能量。为配合西安市
小区封闭管理，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职工群众
粮、油、蔬菜等产品的有效供给，陕西工会APP
消费帮扶商城紧急调配物资产品，迅速搭建防疫
保供专区，上架 30余款米面粮油、蔬菜、防疫等
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人员为居民社区开展“稳价
保供进社区”粮油农副集中配送货活动。省总工
会还开通了 24小时公益心理咨询热线，为一线
抗疫人员和广大职工群众提供心理服务。

省总工会安排1000万元
专项慰问金给疫情防控一线人员送温暖

稳住农业基本盘 守好“三农”基础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

性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 月25 日至26 日
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析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
势任务，研究部署2022年“三农”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
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必须着眼国家战略需要，稳住农业
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措施要硬，执行力要
强，确保稳产保供，确保农业农村稳定发展”。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今年以来，面对复
杂严峻的发展环境、散发多发的局部疫情、极为
异常的极端天气等困难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扎实推进“三农”各
项工作，农业生产保持稳中有进，粮食产量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为实现“十
四五”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充分证
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驰而不息重农
强农的战略决策完全正确，党的“三农”政策得到
亿万农民衷心拥护。

明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做好“三农”工作、
稳定“三农”这个基本盘，对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
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必须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更
好发挥“压舱石”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
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保
证粮食安全，大家都有责任，党政同责要真正见
效。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依
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就能为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赢得主动。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
农产品供给，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开展粮食
安全责任制考核，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确
保2022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强化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肉蛋菜和其他生活必
需品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耕地保护的事必须
丁是丁、卯是卯，要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落实

“长牙齿”的硬措施，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强
耕地用途管制，2022年新建1亿亩高标准农田。
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水平，加

快发展设施农业。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持

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脱贫
攻坚胜利后不能掉头就走，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
兴战略有机衔接，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
斜支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确
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
展，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大力发展县
域富民产业。要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
代化迈出新步伐。

做好明年“三农”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
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开拓
进取、攻坚克难，奋力开创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断
作出新贡献、创造新辉煌。

工会人战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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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新冠疫情在西安反弹
外溢到咸阳、延安等地，陕西各级
工会多措并举，全面行动，将温暖
送至防控一线，在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歼灭战中彰显工会组织的作
用和力量。

省级工会：“心”连职工，“工”
克时艰

自 12月 15日长安大学区域发
现多起病例以来，西安市防控措施
不断升级，一场全面动员、阻断疫
情传播的战斗打响了。省总工会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全省广大
职工和工会干部发出倡议，号召
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坚决贯彻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部署和要
求，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歼灭战贡献力量。

12 月 23 日，西安市全市小区
（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当天，
陕西工会 APP 消费帮扶商城紧急
调配物资产品，连夜搭建防疫保供
专区，上架 30余款米面粮油、蔬菜、
防疫物品等生活必需品。“我们已
经连夜协调物流企业确保配送，努
力让职工群众不出家门就能填满
米袋子、菜篮子。”已经凌晨三点，
还在指挥保供专区调整的陕西工
会APP消费帮扶商城负责人说。

23日起，省总工会职工帮扶服
务中心联合陕西省心理咨询师协
会、大康心理产业集团等单位同时
开通了 24小时公益心理咨询热线，
以“心”连职工，“工”克时艰。

紧接着，省总工会紧急安排首
批 1000万元专项慰问金，深入防控
一线，慰问参与病员救治、核酸检
测、流调等一线医护人员；重点人
群流调、交通管控、社会治安等一
线公安干警；居民生活、医疗物资
保供企业职工，道路交通运输一线
职工和街道社区、环卫等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人员，誓做“逆行者”的忠
诚守护者。

省建设工会与中建安装华西
公司西安片区共同组成 26名志愿
者服务队，冒雪赴西安市莲湖区
青年路街道莲四社区，协助该社
区近 5 万人核酸检测现场秩序维
护、扫码测温、信息录入等工作，
携手“工”克时艰。

西安工会：只要居民有需求，工
会干部必回应

身处抗疫主战场的西安市总工会，更是
用实际行动履行“只要居民有需求，工会干
部必回应”的承诺。

22日，西安市总工会发出关于积极抗
击疫情的倡议。从 12 月 15 日 18 时，临潼
区、沣东新城、碑林区、新城区、高陵区、蓝
田县总工会，先后下沉社区助力核酸检测，
参与居民院落管控，并对坚守一线的职工
进行慰问。

碑林区总工会为社区抗疫工作人员带
来了面包、牛奶等慰问品；蓝田县总工会为
核酸采集工作人员送去了热气腾腾的饺子；

阎良区总工会为全区 98个街道、社
区、村抗疫一线工作人员送去口罩
5万余个、酒精 200余桶。

12 月 18 日凌晨，高新区总工
会对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二厂组
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数日来，5
个采样点从清晨至深夜加班加点
采样近 7万次。

西安市总工会还积极发挥所属
西安工会医院防控前沿阵地作用，
全力做好防控医疗保障工作。市
总紧急拨付首批专项资金 500 万
元，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临潼区、碑林区、灞桥区总工会也
相继筹集 50万元、100万元、10万元
专项资金，慰问防控一线逆行者。

咸阳工会：你们不是孤军奋斗，
每个人背后都有“娘家人”

连日来，咸阳市渭城区、礼泉
县、旬邑县总工会干部深入医院、
社区、路口等疫情防控点协助疫情
防控，并为一线防控人员送去来自

“娘家人”的“温暖礼包”。
12月 24日，咸阳市第三轮市民

核酸检测启动。咸阳市工人文化宫
志愿者服务小分队，走上街头开展

“战‘疫’志愿者服务行动”。
当天，连夜从外省（非疫区）表

彰现场赶回的咸阳市总工会常务
副主席张静带领工会干部深入封
控点、交通查控点和高速入口管控
点，看望慰问昼夜奋战在“疫”线
前沿阵地的工作人员。市总工会
还开展了疫情防控期间困难职工
临时生活救助活动，对参与疫情
防控一线的职工家庭、感染新冠
病毒以及隔离管控的职工家庭等
给予 1000 元临时生活救助，并划
拨 120万元抗疫专项资金，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

延安工会：你守我健康，我护你
温暖

延安市总工会向全市工会干部
和职工发出倡议，并紧急安排专项
资金 100万元，其中首批 50万元专
门用于慰问医疗系统及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人员。

连日来，宜川县、黄龙县、洛川
县总工会先后慰问不畏严寒坚守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
者、公安干警，为他们送去食品、
防疫及取暖等慰问品。与此同
时，延安市总抽调机关及工匠学

院 30 名干部，积极配合宝塔区进驻社区进
行 24小时疫情防控。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
雪。值此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刻，广
大医护工作者、公安干警、社区工作人员以
及交通运输行业和生活物资保供企业的职
工，日夜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是守护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的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
人。作为‘娘家人’，工会组织有责任和义
务把温暖及时送给他们。”陕西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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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夜幕降临，西安城墙上用灯光打出“西安加油”等字样。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12月26日，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杀工作。

当日18时，在钟楼盘道附近，由一辆
大型消杀车和 7 辆小型消杀车组成的

消杀小组，对钟楼附近道路、花坛等进
行全面消杀作业，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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